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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杜 玲

清晨，站在市迎宾路大沙河
桥上向西望去，大沙河水面波光
粼粼，一座橡胶坝已蓄水将河面
分割呈现小瀑布景观。河面上，
一群群水鸟怡然自得，或闲庭信
步觅食，或掠过水面亮出曼妙的
舞姿；河堤两岸，大沙河生态治

理及水源提升工程带正在紧张施
工。

大沙河是焦作的母亲河，也
是我市的生态轴和景观带。近年
来，我市对大沙河进行综合治
理，大沙河城区段防洪标准提高
到 50 年一遇，河道行洪能力得
到了大幅提升，灌溉和补源功效
得到了充分发挥，焦作城区地下
水位明显回升。如今，大沙河生

态治理及水源提升工程如火如荼
实施，一幅生态美丽、幸福宜居
的壮美画卷正在这里徐徐展开。

大沙河是海河流域卫河的一
条支流，发源于山西省陵川县夺
火镇，自我市西北部出山，一路
欢歌，穿城区，过修武，走获
嘉，在新乡市汇入共产主义渠，
河道全长 115.5 公里，其中我市
境内长74公里。

“这条河流在我市博爱县、
中站区出山口为南北走向，在与
南水北调交汇处转为东西走向。
在河道两岸很多群众的心中，这
条河流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9
月 28 日，市水利局项目负责人
杜长胜在大沙河迎宾路西侧河堤
上边走边向记者介绍，“上世纪
80年代后期，原先漫滩行洪的河
床被侵占，大沙河的水质也开始
变差，大沙河好像病了一样，毫
无生机。”

随着城市不断向东南发展，
同时作为城区内的重要河道，必
须对大沙河实施生态提升治理。
市委书记王小平的要求掷地有
声：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制
订出三年行动方案，列出每年要
完成的具体项目，分步实施，确保
按照时间节点开工建设，早日将
焦作打造成生态绿城、水域靓城。

从今年起，我市集中利用 3
年时间全力推进大沙河生态治理
及水源提升工程，通过对大沙河
全线和新河源头进行提升，使之
成为城市旅游观光带、生态景观
带、市民休闲娱乐带、城市经济

增长带，提升市民幸福指数，弥
补城市旅游短板。

大沙河生态治理及水源提升
工程估算工程总投资 110 亿元，
规划建设内容包括“一河、三
渠、三库”。“一河”，即对大沙
河 35 公里长河道进行生态治理
提升。其中，上游 12 公里按郊
野公园标准、中游 13 公里城区
核心段按城市公园标准、下游10
公里按湿地公园标准进行规划建
设提升。同时，重点打造大沙河
南水北调倒虹吸以下 23 公里景
观规划项目，包含5个城市主题
景观公园，分别是灵泉公园、迎
宾路节点的黄河文化主题公园、
中原路节点的怀州百草园、蒋沟
河湿地的青少年实训教育基地和
吴泽湖的焦作梦清园。“三渠”，
即对引黄入焦干渠、引丹入焦上
秦河干渠、群英干渠进行维修改
造及景观提升，提高3条干渠输
水能力，强化城区水系水源保
障，打造沿3条干渠的绿色生态
廊道。“三库”，即在城区北部规
划建设影视湖、龙寺、圆融3座小
型水库，（下转二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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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岳静） 昨
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
青玖到其分包联系的沁阳市常
平乡山路平村和九渡村，走访
贫困群众，深入调研“结千
村、访万户、解民忧、帮民
富”活动开展情况。

在山路平村，杨青玖听取
了该村脱贫攻坚情况，详细了
解该村产业扶贫项目缝纫加工
基地运作情况，询问村民的收
入情况，走访该村部分群众，
并叮嘱相关部门对贫困户要多
加照顾，做好政策救助和扶贫
帮扶工作。

就深入开展好活动、做好
脱贫攻坚工作，杨青玖指出，
要认真履行职责，深入一线，
倾听群众声音，从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入手，实实在在为民解难
题、办实事，妥善解决群众合
理诉求，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要强化驻村工作，聚焦精准
扶贫，驻村第一书记和包村
干部要把活动与帮扶困难群
众、与脱贫攻坚结合起来，
完善帮扶机制，立足长远，
理清发展思路，确保脱贫攻
坚任务圆满完成。①5

市领导到分包帮扶村调研“结千村、
访万户、解民忧、帮民富”活动开展情况本报讯（通讯员可洁）近

日，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委员
会、中小城市发展战略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展与环境研
究所发布了2017年中国中小城

市科学发展指数研究成果，孟州
市跻身2017年度全国中小城市
投资潜力百强县市，名列第二十
六位。①5

孟州跻身2017年度
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县市

本报记者 詹长松

杨波，焦作供电公司人民
路供电所所长，在电力行业
摸爬滚打近 30 年。2013 年，
他 担 任 人 民 路 供 电 所 所 长
后，带领大家推出了“私人

订 制 电 工 ”“ 不 停 电 催 费 ”
“智能化缴费”等服务，该所
也成了我市电力行业基层站
所的标杆，还获得了 2013 年
度 省 电 力 公 司 “ 工 人 先 锋
号”称号。杨波因工作成绩
优秀，被评为 2014 年度省电
力公司先进工作者。①5

本期人物

“电保姆”杨波

本报讯（记者杨仕智）记
者近日从市农业局获悉，在北京
举办的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农产
品交易会上，我市怀山堂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参展产品“怀山
堂”铁棍怀山粉荣获金奖。

本届农交会于 9 月 21 日至
24日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举

办，省级展区分为综合展示区
和销售洽谈区两部分。我市组
织了伊赛牛肉、怀山堂、菡香
大米、红峰怀药等企业和农民
专业合作社参展，其中河南伊
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现场
销售，共签订产品购销合同近
300万元。①5

第十五届农交会在北京举办

我市一农产品获金奖

本报讯（记者金桂香 通讯
员宋伟峰）今年年初以来，市国税
局主动适应目前“放、管、服”改革
形势，积极落实国家出口退（免）税
政策和改革措施，进一步优化对出
口企业的服务，前三季度全市审
批出口退税 51877 万元，同比增
长 16.6%；累计办理出口退税 6.4
亿元（含上年审批结转），同比增
长 69.4% ， 其 中 出 口 免 抵 调 库
41114万元、退库22814万元。

该局主要做法是：一是制定
《关于进一步规范出口退（免）税

管理 优化出口企业服务的意
见》。在上半年开展出口企业问卷
调查、内部管理专项检查的基础
上，制定了八项有针对性的改进
管理、优化服务措施，进一步提
高了出口退税管理和服务水平。
二是扩大出口退税无纸化管理试
点范围。在原有一、二类出口企
业试点的基础上将试点范围扩大
到三类出口企业，显著提高了出
口退税效率。三是线上线下解决
企业困难。建立全市出口企业办
税人员微信群和 QQ 群，利用微

信群和 QQ 群在线实时解答出口
企业各种疑难问题，在群内及时
发布出口退税最新政策及培训视
频。举办 2 期纳税人学堂，提高
了企业办税人员的业务水平。四
是严格防范和打击出口骗税。建
立以分级分类管理为基础、以风
险管理为导向的出口退 （免） 税
管理制度，加大对首次申报出口
退税企业和四类出口企业实地核
查力度，对异常增长的出口企业
实施风险管理，有效防范了税收
执法风险。①5

市国税局前三季度办理出口退税6.4亿元

已建成的大沙河橡胶坝。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本报记者 郭树勋

金秋，收获的季节，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招商引资迎来一个
又一个丰收的喜悦。

示 范 区 今 年 围 绕 装 备 制
造、食品加工两个百亿级产业
集群的大手笔招商硕果累累：
蒙牛百亿产业集群招商引资 16
个重点项目，总投资 20 亿元的
新建标准化牧场、投资 2 亿元
可屹隆瓶业有限公司等项目正
在加紧建设，年内完成 10 亿元
投资；投资 8 亿元的河南国安
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年产720万平
方米高填充性电磁屏蔽膜项目
今年落地开建。

示范区今年紧盯世界500强
招商引资喜讯连连：继恒大、碧
桂园在示范区开展新城建设以
来，9月28日，绿地集团又强势
入驻，焦作城区之南正在迅速崛
起新城区。焦作“一赛一节”，
示范区签约项目6个，总投资达
104.5亿元。

创优招商平台，打造招商高
地；创新招商方式，打造集群
产业；创效服务职能，打造环
境品牌，示范区正以创优、创
新、创效的招商引资之举引领
示范，树立标杆，打造焦作重
要经济增长极、城市新亮点和
生态宜居地。

创优招商平台 打造招
商高地

人们常把招商引资比喻为筑
巢引凤，“巢”筑得如何成为关
键。

擦亮高端平台。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河南省二星级产

业集聚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
示范基地、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国家第二批科技服务业区域
试点单位……一个个高端平台让
示范区在招商引资中赢得先机。
示范区以打造创新型特色园区为
目标，积极融入郑洛新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改造提升装备制造
等传统产业，培育发展高端装
备、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规划建设“一区多园”，着力建
设省内一流国家高新区。去年以
来，示范区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3家，总数达到12家；新增省
级工程 （技术） 研究中心 2 家，
总数达到 10 家；新增省级科技
型中小企业 19 家，总数达到 64
家，占全市总量的22%；新增省
级科技小巨人企业4家、瞪羚企
业1家。

建设创新平台。示范区深化
与河南理工大学的战略合作，加
快河南理工大学科技园建设，高
起点规划集创新创业载体、人才
服务、科技金融、综合服务等功
能于一体的中央科技城，打造

“互联网+”时代示范区创新驱
动发展的主引擎，建成高新区创
业服务中心、河南理工大学众创
空间、科技总部新城创客空间等
10余个创新创业平台。

完善政策平台。示范区出台
了一系列鼓励企业招商引资的举
措，建立了较为完备的鼓励企业
招商引资的激励政策体系。针对
辖区装备制造、新材料、食品加
工等三大主导产业发展实际，完
善并出台了《支持工业发展九条
意见》《关于加快金融产业发展
的意见》等一系列“真金白银”
政策措施，先后设立 5000 万元
的应急转贷资金、3000 万元的

工业结构调整资金、1000 万元
的电商专项资金和 1000 万元的
科技专项资金，为对外招商引
资、项目落地、企业转型升级提
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围绕蒙
牛乳业打造200亿元产业集群和
明仁 50 亿元产业集群，为集群
项目量身定制了专门的产业扶持
政策，效果明显。

丰富引智平台。示范区坚持
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相结合，今
年年初以来，示范区认真落实焦
作市“1+6”人才创新创业政
策，兑现首批5个创新创业人才
（团队）扶持资金350万元，为2
家企业引进的5名高层次紧缺人
才发放安家补助费 25 万元；围
绕产业项目引人才，全区企业共
对接海内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项目26个，5家企业与海外博士
签约，引进正高级职称专业人才
9 人、副高级职称专业人才 8
人。良好的激励机制，吸引了一
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
产业的高层次人才到示范区创新
创业，靠人才吸引招商引资的氛
围正在形成。

创新招商方式 打造集
群产业

示范区围绕主导产业发展、
城市功能完善等重点，加大招商
力度，创新运作手段，成功签约
了一批大项目、好项目。

大员带队，常态招商。示范
区班子成员瞄准国内外500强企
业、行业龙头和大型央企，带队
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
区洽谈对接、推介项目，共组织
和参加各类招商活动 20 批次，
对接客商 300 余人，洽谈项目 60
余个。（下转二版①）

创优 创新 创效
——示范区强力推进招商引资探秘

本报讯（记者麻酩）为检查
基层“结千村、访万户、解民
忧、帮民富”活动开展情况，扎
实推进信访稳定、脱贫攻坚等工
作，昨日，市委书记王小平带领
相关部门负责人轻车简从，不下
通知、不打招呼，深入武陟县、
温县、博爱县、中站区的信访大
厅和部分乡村，就信访稳定和脱
贫攻坚工作进行了暗访。王小平
强调，党的十九大召开在即，全
市上下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
夯实责任担当，严明纪律要求，
以“结千村、访万户、解民忧、
帮民富”活动为载体，全力以赴
抓好十九大安保和脱贫攻坚工
作，为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创造和
谐的社会环境。市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胡小平一同暗访。

在武陟县信访局，王小平一
行走进接待大厅，见到了正在反
映问题的该县三阳乡柴尚村村民
柴小新、柴奇州，并详细询问了
他们的主要诉求。他指出，对待
群众的诉求要“件件有着落、事
事有回音”，着力在解决问题上

下功夫，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
层。在武陟县北郭乡矛盾纠纷调
处化解中心，王小平一行察看了
乡领导接访时间安排，并与接访
领导、专职调解员就当前乡村存
在的主要信访问题进行了座谈。
随后，王小平一行来到武陟县北
郭乡原岗村朱小龙家中了解县乡
村干部入户走访情况，听到朱小
龙说“各级党委、政府都十分关
心村里发展，现在各家各户条件
正逐步改善”时，王小平十分欣
慰。

临近中午，王小平一行赶到
温县信访局，察看该县党政领导
干部接访情况。针对信访人反映
新型社区烂尾楼导致拖欠工程款
和押金等问题，王小平强调，各
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问题楼盘引
发的信访问题，成立专门班子协
调处理，统筹考虑，取信于民，
拿出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方案。

“请您相信党委和政府一定会实
事求是，依法、依规、尽快解决
您的合理诉求。”王小平一句句
贴心的话语，让来访群众原本急

躁的心情平复了下来。
14 时 15 分，王小平一行来

到温县温泉街道西南王村村委
会。“咱们村主要收入靠什么？
人均多少亩地？不稳定因素有哪
些？下一步工作怎么考虑？”对
于王小平的提问，村党支部书记
胡东兴一一作了回答，并介绍了
该村“为民办实事、与民常谈
心、有难多帮助、有福共分享”
的工作理念和实现村经济发展、
和谐稳定的工作方法。王小平对
此表示肯定。他指出，村干部要
有清醒的思路、实干的精神，引
导党员干部抓住机遇带头闯富
路，带头引领群众共同致富。

针对在暗访过程中发现的博
爱县和中站区府城办事处当日接
访领导不在岗问题，王小平指
出，当前要把做好信访稳定和十
九大安保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来
抓，各级领导干部要真正从思想
上重视起来，真接访、真包案、
真化解。要按照上级规定全天接
访、有访接访、无访约访或研究
分包信访案件。要牢牢把握“事

要解决”这个根本，整合资源、
落实责任，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
效化解矛盾、促进和谐。

针对在暗访中发现的部分市
直单位、县直单位未能按照全市

“结千村、访万户、解民忧、帮
民富”活动要求，主要领导一月
驻村一周、队员每天驻村开展工
作的问题，王小平强调，开展

“结千村、访万户、解民忧、帮
民富”活动，核心是维护十九大
信访稳定和宣传贯彻十九大精
神，方法是深入基层解决问题。
各级党委（党组）书记务必驻村
蹲点，召开党员 群 众 代 表 会
议，访贫问苦、了解民情、化
解 矛 盾 ， 帮 助 群 众 解 决 最 现
实、最紧迫的问题，让群众感
受到尊重、感觉到温暖，让群
众成为活动的最大受益者。同
时，要加强督查、抽查、暗访
工作，发现问题责令立即整改，
绝不姑息迁就。

王小平一行还到博爱县清化
镇街道高庙村暗访了县直单位驻
村和信访稳定工作情况。①5

王小平暗访信访稳定和脱贫攻坚工作

加快推进“五个示范区”建设 奋力走在全省示范区前列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本报讯（通讯员李良贵）
10月12日，我省下发了《关于
公布河南省第一批、第二批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项
目）名单的通知》，解放区以综
合排名第一的优异成绩，喜获
河南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称号。这是我市唯一一家获
此荣誉的县（市）区。

近年来，解放区以创建省
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
建单位为契机，将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列入全区《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创建目

标列入政府工作报告，形成了
创建工作理论体系和制度体
系。该区先后投资 2000 余万
元，加强基层文化阵地建设，
实现了区级图书馆、文化馆以
及基层综合文化站、行政村
（社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楼院文化室四级公共文化
服务网络的全覆盖；每年拨付
100 万元作为社会组织发展基
金，扶持文体队伍发展。同
时，该区坚持每两年举办一届
社区文化节，至今已成功举办
了10届社区文化节。①5

解放区荣获河南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称号


